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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

县长检查指导一线安保工作

本 报 讯 近 日 ，洛 宁 县 委 副 书
记、县长周东柯到该县公安局检查
指导春节期间安保维稳工作。洛
宁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宏峰，
县政府党组成员，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刘海波陪同检查。
在洛宁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
监控大屏幕前，周东柯查看了指挥
调度、110 接处警和视频巡控等工
作情况，并向执勤民警、辅警致以
亲切慰问和节日祝福。周东柯认
真听取了指挥中心主任杨芳有关

春节期间利用监控平台侦破案件、
救助群众的典型事例汇报，并和刘
海波分析研判了春节期间社会治
安形势、易发案件规律特点。
在县文化体育活动中心、永宁
大道和复兴路交叉路口，周东柯等
人对坚守岗位、一线执勤的交警进
行了慰问，并将慰问品交到民警手
中。周东柯现场听取了刘海波及
交警大队大队长马伟强的汇报。
随后，周东柯前往城区派出所查看
了防疫、值班情况。

周东柯要求，各单位要坚持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进一步强化应
急指挥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工作专
班，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日报
告”
“ 零报告”制度，特别要发挥好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着力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在全县形
成群防群控的硬核力量；抓实交通
运输、治安管理等领域风险管控，
坚 决 守 牢 疫 情 防 控 阵 地 ，履 职 尽
责，确保全县人民度过祥和、平安、
幸福的春节假期。 （张伯伟）

春节前夕，封丘县公安局民警
以“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载体，开
展反诈送福进农家活动，将“福”字
和对联等送到群众手中，受到群众
好评。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
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高铁站广场上的亮丽风景线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吕灿涛
在平顶山西高铁站广场，有这
样一支队伍，他们身着藏蓝制服，
头顶警徽，用忠诚和奉献精神，时
刻守卫着车站广场及周边安全。
春节假期期间，他们坚守岗位，全
力守护进出站乘客平安。他们就
是宝丰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驻高
铁站执勤民警。
“谢谢警察同志，多亏您帮我
找回钱包，里面的钱虽然不多，可
这么多张银行卡，如果丢了我该怎
么办，里面还有身份证呢。”近日，

郑州的李女士通过微信向在平顶
山西高铁站执勤的民警表示感
谢。春节期间，李女士回平顶山老
家，不慎将钱包落在平顶山西高铁
站出站口。在此执勤的宝丰县公
安局特巡警大队民警张耀升捡到
钱 包 后 ，想 办 法 与 李 女 士 取 得 联
系，将钱包和里面的物品通过快递
寄给了李女士，现金则通过微信转
账归还。
春节期间，
返乡乘客增多，
宝丰
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在做好日

常巡逻、
疫情防控的同时，
还为旅客
解答问题，
引导旅客有序进出站，
热
情地为旅客提供各类便民服务。
从地下出站口到地面广场要经
过多个台阶，一些乘客携带的行李
较多，上台阶有些困难。为更好地
服务群众，让群众在旅途中感受到
温暖，
春运期间，
宝丰县公安局特巡
警大队队员每天帮助群众搬运行
李 ，搀 扶 行 动 不 便 的 老 人 上 下 台
阶。他们忙碌的身影成了平顶山西
高铁站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连日来，卫辉市公安局深入开展
“坚持政治建警 全面从严治警”教育
整顿工作，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切
实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近日，该局侦破一起重大盗窃案，收
到群众送来的锦旗。河南法制报记
者 穆黎明 通讯员 王付荣 摄影报道

全面强化巡逻防控 护航群众欢度双节
本报讯 连日来，为给广大人民
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安
阳市公安局殷都分局根据“平安守
护”专项行动相关要求，紧扣春节、
元宵节期间社会治安特点，严格落
实 24 小时值班备勤工作制度，科学
配置力量，全面动员，深入开展双
节期间“平安守护”巡逻防控工作。
强化重点地区巡逻防控。该
分局合理划分巡逻区域，扩大巡逻
范围，加大巡逻力度，针对辖区重
点地区、路段、时段，以及人员聚集

区等易发案、多发案区域，实行不
间断巡逻；增加巡逻防范力量，提
高重点地区的巡逻频次，进一步提
高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最大限度
地压缩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
广 泛 动 员 ，组 织 多 方 力 量 参
与。该分局在辖区建立、完善巡防
队伍，打造居民安全防范网；在重
点单位内部，通过强化人防、物防、
技防，打造单位治安防控网络；通
过建立安全防护网，打造多重防范
体系，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落实责任全警参与巡防。该
分局按照“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关
于巡逻防控工作的要求，组织全体
人员，按照责任分工，结合自身岗
位职责，全面落实工作要求，最大
限度地将警力摆在街面上，及时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通过昼夜不间
断巡逻防控，该分局及时发现和消
除了治安隐患，维护了辖区的平安
稳定，为辖区群众欢度佳节创造了
平安和谐的社会治安环境。
（曲如彦）

关于设立河南省华富典当行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股东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一、拟设立
公司概述：为促进郑州经济发展，拓宽中小微企业实物财产
融资渠道，增加中小微企业以实物财产融资的便利性、灵活
性、快捷性，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满足市场需求，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解决融资难问题，增强河南省企业的竞争力、
生命力。按照《典当管理办法》
（商务部公安部令 2005 年第
8 号）、
《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商流通发〔2012〕423 号）、豫金
发〔2020〕3 号的通知规定郑州美航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作为第一大股东，与郑州天河伟邦商贸有限公司共同申请
拟成立河南省华富典当行有限公司。根据《河南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典当行设立变更和退出三项审批制
度的通知》
（豫金发〔2020〕3 号），典当行的设立尚需河南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存在审批无法获准通过的
设立风险。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1.拟设立公司 名称:
河南省华富典当行有限公司；2.拟注册地: 河南自贸试验区
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 80 号绿地新都会 9 号楼 23 层
2302; 3.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4.股东及股权比例：
郑州美航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出资 4800 万元，股权占比
80%；郑州天河伟邦商贸有限公司出资 1200 万元，股权占
比 20%；5.公司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6.公司法定代表人：徐
晓洋；7.经营范围：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
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
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经有关部门批
准的国家统收、专营、专卖物品的典当；限额内绝当物品的
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监督部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

业务。三、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情况: 股东入股资金均为自有
资金,出资来源真实合法、权属明断,不存在以他人委托资
金、借贷资金入股。四、提交材料真实性情况:所呈交的全部
材料真实、准确、可靠,我公司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若申
报材料中有虚假、伪造或隐瞒等违规情况,愿承担有关法律
责任。拟任公司股东、监事、高管具备相关资质,符合任职要
求,不存在以下行为: 1.有重大违法违规、不良信用记录或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2.涉及刑事案件诉讼未完结；3.被有关
部门认定曾参与非法集资或因参与非法集资被处理；4.其他
不适于担任典当行股东、监事、高管的。五、合规经营承诺:
为维护河南典当行市场秩序，促进典当行业规范发展，保障
典当行为合法规范，向全社会郑重承诺如下:1.自觉遵守典
当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公司章程，严格按照已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从事合法的典当业务；2.绝不委托其他单位和
个人代办典当业务，不向其他组织、机构和经营场所派驻业
务人员从事典当业务；3.绝不违法经营以下业务：
（1）非绝当
物品的销售以及旧物收购、寄售；
（2）动产抵押业务；
（3）集
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
（4）发放信用贷款；4.绝不
从事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不与其他典当行拆
借或者变相拆借资金，不超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不对
外投资，不以他人资金入股，保证入股资金来源合法；5.自觉
接受各级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按规定及时报
送相关材料和资料；6.严格遵守典当经营规则，切实规范典
当行为。
河南省华富典当行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3 日

春节前夕，封丘县公安局荆隆宫
派出所民警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中，为群众送上印有防诈骗提示语的
新春挂历。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进昌 摄影报道

关于设立河南长荣典当行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股东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一、拟设立
公司概述：为促进郑州经济发展，拓宽中小微企业实物财产
融资渠道，增加中小微企业以实物财产融资的便利性、灵活
性、快捷性，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满足市场需求，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解决融资难问题，增强河南省企业的竞争力、
生命力。按照《典当管理办法》
（商务部公安部令 2005 年第
8 号）、
《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商流通发〔2012〕423 号）、豫金
发〔2020〕3 号的通知规定河南尤尔根贸易有限公司（企业
法人）作为第一大股东，与新乡市绿颜商贸有限公司（企业
法人）共同申请拟成立河南长荣典当行有限公司。根据《河
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典当行设立变更和退出
三项审批制度的通知》
（豫金发〔2020〕3 号），典当行的设立
尚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存在审批无法
获准通过的设立风险。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1.拟设
立公司 名称:河南长荣典当行有限公司；2.拟注册地: 河南
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 80 号绿地新都会 9 号
楼 23 层 2303; 3.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4.股东及股
权比例：河南尤尔根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3600 万元，股权占
比 60%；新乡市绿颜商贸有限公司出资 2400 万元，股权占
比 40%；5.公司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6.公司法定代表人：高
勇；7.经营范围：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
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
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经有关部门批
准的国家统收、专营、专卖物品的典当；限额内绝当物品的
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监督部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

业务。三、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情况: 股东入股资金均为自有
资金,出资来源真实合法、权属明断,不存在以他人委托资
金、借贷资金入股。四、提交材料真实性情况:所呈交的全部
材料真实、准确、可靠,我公司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若申
报材料中有虚假、伪造或隐瞒等违规情况,愿承担有关法律
责任。拟任公司股东、监事、高管具备相关资质,符合任职要
求,不存在以下行为: 1.有重大违法违规、不良信用记录或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2.涉及刑事案件诉讼未完结；3.被有关
部门认定曾参与非法集资或因参与非法集资被处理；4.其他
不适于担任典当行股东、监事、高管的。五、合规经营承诺:
为维护河南典当行市场秩序，促进典当行业规范发展，保障
典当行为合法规范，向全社会郑重承诺如下:1.自觉遵守典
当行业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公司章程，严格按照已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从事合法的典当业务；2.绝不委托其他单位和
个人代办典当业务，不向其他组织、机构和经营场所派驻业
务人员从事典当业务；3.绝不违法经营以下业务：
（1）非绝
当物品的销售以及旧物收购、寄售；
（2）动产抵押业务；
（3）
集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
（4）发放信用贷款；4.绝
不从事商业银行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借款，不与其他典当行
拆借或者变相拆借资金，不超规定限额从商业银行贷款，不
对外投资，不以他人资金入股，保证入股资金来源合法；5.自
觉接受各级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按规定及时
报送相关材料和资料；6.严格遵守典当经营规则，切实规范
典当行为。
河南长荣典当行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3 日

